
序號 關(單位)問題 反應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意見
後續執行情形

106年4月追蹤

1 體育室
生活產品設計

系

1.健身房是否可以取消收費制

度。

【體育室回覆】

1.體適能教室於開放時間收費收入，使用於落實體

適能教室管理、提供指導服務、開設會員專屬課程

等活動時，所需支付的費用，期提供更加完善的服

務品質給使用者。

2.每學期收費600元，與坊間之費用相較仍屬偏低

，相信是使用者可負擔之範圍。

【體育室回覆】

休閒運動中心體適能開放之相關收

入，主要用於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務

品質給使用者，目前收費非常低，

故並無調整之規劃。

2 體育室 流通系
北校區牛棚燈光過暗(壘球

場)。

【體育室回覆】

1.夜間使用北校區壘球牛棚前需投幣方可使用(每

盞燈10元/小時)，牛棚共建置四盞燈，若使用整個

牛棚，需同時開四盞才有足夠之亮度。

2.106.04.12至牛棚查看，目前燈具皆正常，請同

學依需求投幣使用。

【體育室回覆】

目前燈具皆能正常運作，請欲使用

之同學依需求投幣使用。

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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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4月追蹤

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電算中心回覆】

同學並沒有說明上課地點，經查室內設計系目前是

使用系上自行採購與維護的數位講桌，所以電算中

心就針對電算中心採購的數位講桌做說明，

105年9月6日完成全校105間教室數位講桌、喇叭及

擴大機建置更新案並於105年9月7-8日舉辦八場使

用說明會，參加人數共計93人，電算中心的數位講

桌全部都安裝了電子白板（電腦螢幕白板筆），截

取電腦桌面捷徑畫面如下）。
【電算中心回覆】

謝謝同學提醒，持續觀察，截至目

前為止沒有相關意見反應。

電子白板（電腦螢幕白板筆）功能說明如下

1.螢幕上可利用各種色彩畫記、塗鴉，畫線和填字

的功能就像傳統黑板一樣

2.提供放大鏡效果，可以局部放大特定範圍。

3.放大和縮小影像，可將整個螢幕放大或縮小。

3.儲存功能可將畫面儲存成圖片檔，可以直接列印

或複製到剪貼簿中使用。

4.透過滑鼠操作，相當方便與實用。

5.使用上或操作有不清楚的地方，均可透過線上報

修系統，電算中心維護人員將迅速提供協助。

【室內設計系回覆】

預計4/28前完成室內設計系專用數位講桌電子白板

軟體，提供老師即時書寫之用。

【室設系回覆】

106年學期即全面安裝相關軟體

可以讓上課講師直接在數位講

桌書寫說明。
室內設計系電算中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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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4
電算中心、總

務處
室內設計系

設計大樓地下室大教室的電腦

有時上課很不方便(打不開投影

機…)。

【電算中心回覆】

同學並沒有說明上課地點，不過經同學反應後，電

算中心再度巡視設計大樓地下室大教室的數位講桌

，桌面有放操作說明，抽屜也有放單槍搖控器，如

果同學使用上或操作有不清楚的地方，均可透過線

上報修系統，電算中心維護人員將迅速提供協助。

【電算中心回覆】

謝謝同學提醒，持續觀察，截至目

前為止沒有相關意見反應。

5 電算中心 流行設計系
wifi有時候到中午階段，速度

極度緩慢。

【電算中心回覆】

  如下圖示說明
【電算中心回覆】

經流量政策調整後，穩定提供服

務。目前持續監控中。

6 通識學院 流行設計系

本校通識課程豐富，而部份屬

於必修學分之課程教師備課空

洞，而淪為營養學分外，發現

部分教師使用完全相同課程內

開設不同課名之課程之取巧行

徑，於學生而言，十分浪費學

費與時間在學不到東西的必修

學分，望貴單位擇取必修學分

可多用心好嗎!!

【通試教育學院回覆】

請同學提供授課老師名稱，本院將協助同學了解狀

況並與老師溝通。

【通試教育學院回覆】

接獲學生提問內容時，即洽詢該系

欲了解提問同學狀況，因學生未留

下姓名，故無法確切了解實際情

形；後續即立即提醒本院各組老師

務必針對教授不同課程，皆須給予

學生最適切且適用的教學內容。

7 設計學院
生活產品設計

系

工廠有很多大型機具，為了更

利於老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希望

木工廠的使用空間可以擴大。

【設計學院回覆】

室內設計系申請並獲得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

獎補助計畫，屆時即可解決這問題。預計106學年

度開學前完成以供新學期使用。

【設計學院回覆】

第二木工廠／木工職訓教室於106

年09月份已開始使用。



序號 關(單位)問題 反應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意見
後續執行情形

106年4月追蹤

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8 學務處 視傳系

宿舍房間之前因設施故障報修

，學校有派外面的維修人員來

修理，當天並沒有接到任何通

知要室友們陪同在現場。後來

設施是修理好了，但有人錢包

內的錢卻不翼而飛，雖然無法

證明是維修人員拿走的，但為

了不必要的紛爭，請學校派人

員來維修時事先通知我們，我

們會派人在宿舍房間等候。

【住服組回覆】

寢室內維修，宿舍都會派工讀生陪同，

如果同學想要在特定時間維修，

請同學在填報修單(校務資訊系統)時註明預定維修

時間即可。

如果同學寢室內因維修導致寢室內東西遺失，請第

一時間通報舍輔老師，尋求協助。

【住服組回覆】

持續有工讀生陪修

9 學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三、四宿煙味瀰漫，檢舉也未

獲得改善，無法入睡！

【住服組回覆】

住服組已於白班和夜間加強抽檢和宣導三/四宿違

規抽菸問題，也請同學發揮道德勇氣，如發現有人

違規吸菸，除了直接規勸外，亦可通知校安中心或

舍監前往取締。

【住服組回覆】

住服組除了加強夜班舍監巡邏取締

外，白天也會有日班舍監及校安人

員不定期至宿舍巡邏，106學年度

起新增以下措施：

1.於三宿一樓新增吸菸區，宣導同

學至吸菸區吸菸。

2.修改法規提高罰款，凡於宿舍內

吸菸被查獲，一次處以新台幣1000

元罰款，希望有效減少於宿舍內吸

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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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務處 行銷系

一宿(男宿)的空調提早申請啟

用，卡片也很晚發(卡片是開用

時間，是不是可以提早開用)，

自己儲值就是希望能自由使

用。

【住服組回覆】

壹軒樓本學期(105-2)因部分機電設備損壞，導致

開學後無法供應冷氣機之用電，此案住宿組已有公

告及召開說明會，

另為避免冷氣卡(公卡)遺失，或因不當操作而損壞

，故開宿時並未同時發給各寢室。又舍監室得知前

述損壞之機電設備，預計於106.03.25修復時，即

提前二天將全部之冷氣卡分發給各寢室備用，並留

有各寢室領取人之簽領名冊備查，應無延宕發給之

情事。

【事務組回覆】

第一宿舍空調已改建成插卡式機器,並無管控時間

(有卡即可使用),至於空調卡片發放時間將建請住

宿服務組研究提早發放之可行性。

【住服組回覆】

本問題已結案。

11 學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三、四宿延長熱水供應時間。

【住服組回覆】

目前宿舍供應沐浴熱水時段為:17時至凌晨0時止，

若有特殊需求者，可善用1樓24小時淋浴間。

【住服組回覆】

持續於各宿舍1樓(文薈館於地下1

樓)提供24小時熱水淋浴，有需求

的同學可以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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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12 學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校內增加更多學生工讀機會。

【生輔組回覆】

一、原教育部補助私立技專校院工讀助學金自105

年度起已改為補助弱勢助學-生活助學。

二、若同學符合弱勢助學資格可在申請期間提出弱

勢助學－生活助學金申請，凡經申請審核通過者，

核發每生每月新台幣6,000元之生活助學金；領取

生活助學金之學生每月需參與生活服務學習40小

時。

【生服組回覆】

一、教育部補助私立技專校院工讀

助學金自105年度起已改為補助弱

勢助學-生活助學。

二、若同學符合弱勢助學資格可在

申請期間提出弱勢助學－生活助學

金申請，凡經申請審核通過者，核

發每生每月新台幣6,000元之生活

助學金；領取生活助學金之學生每

月需參與生活服務學習40小時；

106學年度弱勢助學－生活助學金

共計92人提出申請。

13 總務處 行銷系

為什麼每次去文書組寄信，明

明就是上班時間，為何不能寄

信，還要規定幾點之後才可以

寄，我們也都要利用下課時間

才能去寄啊！

【文書組回覆】

本校「郵政代辦所」寄交郵件服務暫停說明如下：

1.本校「郵政代辦所」業務由文書組同仁兼辦，於

每日11:00~12:00左右為處理中華郵政公司及各家

民間貨運業者送遞郵件包裹到校時段，故此時段文

書組同仁全體動員須要完成每日超過300件以上的

郵件分類、登錄、分發、公告及通知等作業，以利

師生能於下午時段領取當日郵件。

2.每日下午3:30~4:20為「郵政代辦櫃檯」當日郵

政業務結帳作業時間（寒暑假期間時間另行公告）

，以利當日郵件及帳務能於4:40左右繳交予中華郵

政公司。

3.上述「郵政代辦櫃檯」服務暫停事由會於櫃檯上

放置「告示牌」；另輔以「口頭說明」告知前來辦

理郵務之師生。

【文書組回覆】

目前均依回覆內容進行作業，除依

第3點所示之公告方式外，並另公

告於本組網頁及每日掛號郵件清單

公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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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14 總務處 金融管理系

有時學生學校上班時間(非中午

時間)去寄信,文書組就會說:現

在無法處理,在整理郵件中,(外

面的郵局都不會這樣)，請問文

書組有統一公告無法寄信的時

間嗎？

【文書組回覆】

1.本校「郵政代辦所」業務由文書組同仁兼辦，於

每日11:00~12:00左右為處理中華郵政公司及各家

民間貨運業者送遞郵件包裹到校時段，故此時段文

書組同仁全體動員須要完成每日超過300件以上的

郵件分類、登錄、分發、公告及通知等作業，以利

師生能於下午時段領取當日郵件。

2.每日下午3:30~4:20為「郵政代辦櫃檯」當日郵

政業務結帳作業時間（寒暑假期間時間另行公告）

，以利當日郵件及帳務能於4:40左右繳交予中華郵

政公司。

3.上述「郵政代辦櫃檯」服務暫停事由會於櫃檯上

放置「告示牌」；另輔以「口頭說明」告知前來辦

理郵務之師生。

【文書組回覆】

目前均依回覆內容進行作業，除依

第3點所示之公告方式外，並另公

告於本組網頁及每日掛號郵件清單

公告上。

15 總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學餐增加更多店家種類。

【事務組回覆】

一、本校目前1宿餐廳(有10家)、2宿餐廳(有12

家)、3宿餐廳(有5家)及愛波餐廳，共計28個攤位

，另有1家7-11、2家福利社，餐廳口味及菜色各具

特色。

二、本組目前亦積極邀請校外輕食類商家進駐本校

服務，希冀能提供師生更多元選擇。

【事務組回覆】

一、本校目前1宿餐廳(有10家)、2

宿餐廳(有11家)、3宿餐廳(有5家)

及Fun卡曼餐廳，共計27個攤位，

另有1家7-11、2家福利社，餐廳口

味及菜色各具特色。

二、本組目前亦積極邀請校外輕食

類商家進駐本校服務，希冀能提供

師生更多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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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總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東側停車場入口道路拓寬一

點。

【營繕組回覆】

東側機車停車場入口改善工程已規劃完成，惟施工

需封閉出入口為不影响停車場使用，將於今年暑假

施工完成。

【營繕組回覆】

東側機車停車場入口改善工程已規

劃完成，惟施工需封閉出入口為不

影响停車場使用，將於今年暑假施

工完成。

17 總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校內7-11營業時間是否可以延

長?

【事務組回覆】

目前校內7-11營業時間，平日:上午06時00分到下

午24時00分，惟考量二宿學生夜間睡眠品質且依據

統一公司規定，夜間營業金額未達5000元可不營業

，同學若有需求亦可至一宿重感情企業社 (福利

社)平日:AM07時00分到AM01時00分或校內販賣機購

置所需物品。

【事務組回覆】

1.本校7-11(華輝門市)營業時間：

平日:上午06時00分到下午24時00

分，惟考量若延長營業時間將嚴重

影響二宿學生夜間睡眠品質且依據

統一公司規定，夜間營業金額未達

5000元可不營業，尚請同學體恤見

諒。

2.同學若有需求亦可至一宿重感情

企業社 (福利社)：營業時間至凌

晨1點或校內販賣機購置所需物

品。

18 總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可以請學校進小鴨嗎?鴨子都不

見了(黃色的)

【事務組回覆】

本校餵養的綠頭鴨觀賞價值高，也是許多遊樂園區

優先選擇的品種。有時會躲在瀑布區或陰涼處，若

需尋覓請耐心觀察。

【事務組回覆】

1.本組近期已委請園藝公司補齊10

隻綠頭鴨，目前綠頭鴨均放養於寄

情湖。

2.由於綠頭鴨常遇校園犬隻攻擊，

折損嚴重，故本組均於適當時機重

新補齊綠頭鴨數量，以供師生及外

賓欣賞。



序號 關(單位)問題 反應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意見
後續執行情形

106年4月追蹤

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19 總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ATM可不可以多設幾個點。

【出納組回覆】

設置提款機最主要需考量設置點的安全性及普遍性

，本校目前已設置3部提款機足以供全校師生使

用。

下列為本校及鄰近學校校內提款機調查資料:

樹德科大3台、實踐科大3台、正修科大3台、高雄

大學2台、海洋科大2台 。

【出納組回覆】

如回覆意見

20 總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國定連假能否開放學餐。

【事務組回覆】

1.一般假期(周六及周日)：一宿餐廳及二宿餐廳,

各安排2家餐廳業者服務師生。

2.連續假期：因考量多數師生均已返鄉,故僅安排2

家餐廳業者服務留校師生。

【事務組回覆】

1.目前一般假期(周六及周日)：一

宿餐廳及二宿餐廳,輪流安排2~4家

餐廳業者服務師生，且依規定公告

師生知悉，如(空橋跑馬燈、電子

信箱以及餐廳門口前擺設指示

牌)。

2.連續假期：則考量多數師生均已

返鄉,故僅安排2家餐廳業者服務留

校師生。

21 總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三、四宿學餐的塑膠門簾導致

行人行走不便也不衛生，建議

拆除。

【事務組回覆】

105年11月29日時，本校膳食委員會主席裁示，為

加強用餐環境衛生，各餐廳應需加裝阻擋蚊蟲飛入

之塑膠門簾或空氣門，另教育部長官及衛生局人員

日前到校評鑑稽查亦認為有裝設必要，若造成不便

，尚祈見諒。

【事務組回覆】

加裝塑膠門簾或空氣門，係為教育

部長官及衛生局人員日前到校評鑑

稽查要求設置，以提升用餐環境衛

生及阻擋蚊蟲飛入。

22 總務處
生活產品設計

系

路過寄情湖時會有異味撲鼻，

希望學校把關環境的維護。

【營繕組回覆】

將加強循環曝氣時間，以改善異味問題。
【營繕組回覆】

將持續加強循環曝氣時間，以改善

異味問題。



序號 關(單位)問題 反應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意見
後續執行情形

106年4月追蹤

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23 總務處 流行設計系
教室內的冷氣機，卡了很多灰

塵，濾網殘破不堪，需清理。

【營繕組回覆】

教室內冷氣機濾網清潔公司於寒、暑假期間進行清

潔，如有濾網損壞情形請至校務資訊系統報修，以

利修繕人員維修。

【營繕組回覆】

教室內冷氣機濾網清潔公司於寒、

暑假期間進行清潔，如有濾網損壞

情形請至校務資訊系統報修，以利

修繕人員維修。

24 總務處 流行設計系

本系大部分同學需長時間於學

校教室製做作品與作業學習，

但於夏季暑熱天氣時，教室未

開放冷氣十分酷熱難耐，反觀

各行政單位是內涼爽舒適，不

禁令人聯想究竟每學期繳交數

萬元學費是來學習還是來成苦

行僧。

【營繕組回覆】

依據本校節能管理辦法，空調供應係依據上課課表

開啟，非上課之活動部份各系皆有額度可供申請，

同學如有需求請至場地借用系統申請借用。

【營繕組回覆】

依據本校節能管理辦法，空調供應

係依據上課課表開啟，非上課之活

動部份各系皆有額度可供申請，同

學如有需求請至場地借用系統申請

借用。

25 總務處 行銷系
前往北操的路面，道路都有坑

洞，會有危險ㄟ!

【營繕組回覆】

經現場巡查，僅發現人行步道入口處有高低差之問

題，已請廠商修復。

【營繕組回覆】

經現場巡查，僅發現人行步道入口

處有高低差之問題，已請廠商修

復。

流設系反應中午Wifi連線速度慢之說明(圖表)

(無線用量圖)

(單位時間登入狀況)

1. 整體：WIFI流量導向亞太600Mbps線路。中午Wifi流量處於高峰接

近600Mbps，中午單位時間登入量大。預計本學期會強化流量管理政

策。



序號 關(單位)問題 反應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意見
後續執行情形

106年4月追蹤

樹德科技大學105學年度全校師生座談會 有關(單位)相關問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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